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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rri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0）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百分比變動

收入（千港元） 2,902,208 2,651,169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50,266 221,386 +13%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12.6 11.1 +14%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4.00 3.00 +33%

每股末期股息（港仙） 5.00 5.00 —  

全年每股股息合計（港仙） 9.00 8.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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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以下合稱「我們」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業績及二零一九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0,838 467,215
投資物業 294,800 318,600
無形資產 7,893 9,16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6,538 16,327
其他金融資產 19,629 19,325
其他非流動資產 4 38,300 32,000
遞延稅項資產 5,291 5,001  

893,289 867,636  

流動資產

存貨 528,865 335,491
物業發展 5 818,881 689,437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 4 301,351 279,28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 63,728 45,904
應收關連公司賬款 115,135 21,503
本期可收回稅項 54 632
現金及銀行存款 6 297,482 224,030  

2,125,496 1,596,282  

資產總值 3,018,785 2,463,91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9,384 199,183
其他儲備 193,400 254,217
保留溢利 782,916 713,460  

權益總值 1,175,700 1,166,860  



– 3 –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7 288,987 155,46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92,221 437,151

租賃負債 3,244 —

銀行借貸 126,800 66,588

應付聯營公司賬款 4,083 35

應付關連公司賬款 632 394

本期應付稅項 88,568 72,606  

1,004,535 732,24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824,837 553,754

租賃負債 1,421 —

長期服務金準備 8,162 7,388

遞延稅項負債 4,130 3,673  

838,550 564,815  

負債總值 1,843,085 1,297,058  

權益及負債總值 3,018,785 2,463,918  

流動資產淨值 1,120,961 864,03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14,250 1,731,675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 根據
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以港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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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8 2,902,208 2,651,169

收入成本 9 (2,372,714) (2,210,972)  

毛利 529,494 440,197

分銷及銷售費用 9 (30,668) (24,918)

一般及行政費用 9 (120,129) (107,872)

其他收入╱收益淨額 8 4,444 7,532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收益淨額 (2,361) 898  

經營溢利 380,780 315,837  

財務收入 4,462 2,743
財務成本 (24,858) (19,187)  

財務成本，淨額 10 (20,396) (16,44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54 693  

除稅前溢利 361,738 300,086

所得稅 11 (111,472) (78,700)  

年度溢利 250,266 221,38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12 12.6 11.1  

攤薄後每股溢利（港仙） 12 12.5 11.0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 根據
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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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年度溢利 250,266 221,386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長期服務金準備之重新計量 (569) 415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兌換差異 (62,629) (35,677)

其他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虧損）╱收益 (121) 2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63,319) (35,260)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86,947 186,126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 根據
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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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之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個別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與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財務報表亦
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權益。本財務報表
採用歷史成本法為計量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其他金融資產及僱員褔利資產╱負債皆以公平值
計量。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一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以及若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外，概無任何發展對本集團於編製或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
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有重大影響。本集團尚未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
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 — 優惠」
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之交易實質」。其就承租人引入單一會
計模式，並規定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短
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出租人之會計規定大致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引入額外定性及定量披露要求，旨在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租賃對實
體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之影響。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選用經修訂追溯
法，並因而確認首次應用之累積影響作為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之調整。比較資
料並無重列且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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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關於過往會計政策變動之性質及影響以及所應用過渡性選擇之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a) 租賃之新定義

租賃定義之變動主要涉及控制之概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客戶是否於一段時間內
控制已識別資產之使用而定義租賃，可透過確定使用量釐定。在客戶既有權指示使用已識別
資產，亦有權從該用途獲得幾乎所有經濟利益之情況下，則控制權已轉移。

本集團僅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新租賃定義應用於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訂
立或變更之合約。對於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前訂立之合約，本集團已採用過渡性可行之權
宜方法以豁免屬租賃或包含租賃之現有安排之過往評估。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評估為租賃之合約繼續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作為租賃入賬，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
務安排之合約則繼續入賬列為未生效合約。

(b)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及過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剔除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要求承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
融資租賃之規定。反之，當本集團為承租人，其須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惟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就本集團而言，
該等新資本化租賃主要與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集團就先前分類為經
營租賃之租賃釐定餘下租賃之租期以餘下租賃租金之現值計量租賃負債（該現值是使用二零
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相關增量借款率進行貼現）。用於釐定餘下租賃租金現值之加權平均增量
借款利率為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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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b)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及過渡影響（續）

為緩解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過渡，本集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採
用確認豁免及可行權宜方法：

(i) 對於剩餘租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起計12個月內屆滿（即租期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之租賃，本集團已選擇不就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
資產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規定；及

(ii) 於計量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對具有合理類似
特徵之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例如在類似經濟環境下就類似分類之相關資產採用類
似餘下租期之租賃）。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經營租賃承擔調節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之租
賃負債期初結餘：

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10,157

減：豁免租賃資本化租賃承擔 (2,140) 

8,017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314)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總額 7,703 

與過往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已按等同於剩餘租賃負債確認之金額進行
確認，並按與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有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
金額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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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b)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及過渡影響（續）

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經營租賃

合約資本化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之賬面值

千元 千元 千元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受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影響 

之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7,215 7,703 474,918

非流動資產 867,636 7,703 875,339

資產總值 2,463,918 7,703 2,471,621

租賃負債（流動） — (3,522) (3,522)

流動負債 (732,243) (3,522) (735,765)

租賃負債（非流動） — (4,181) (4,181)

非流動負債 (564,815) (4,181) (568,996)

負債總值 (1,297,058) (7,703) (1,304,761)

權益及負債總值 (2,463,918) (7,703) (2,471,621)

流動資產淨值 864,039 (3,522) 860,51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31,675 4,181 1,735,856

(c) 對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分部業績之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初始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認租賃
負債之未償還餘額中產生之利息開支以及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而非以往以直線基準確認租
期內經營租賃產生之租金開支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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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c) 對本集團財務業績及分部業績之影響（續）

下表或可顯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業績及分部業績產生之估計影響，當中對本財務報表內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呈報之
金額作出調整，以計算倘二零一九年繼續應用已廢除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而非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將確認之估計假設金額，並將該等二零二零年假設金額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編製之二零一九年實際相關金額進行比較。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呈報之金額

加回：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折舊及

利息開支

扣除：猶如

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17號有關

經營租賃

之估計金額

猶如根據

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

得出之

二零二零年

假設金額

與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17號
呈報之

二零一九年
金額比較

(A) (B) (C) (D＝A+B-C)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影響之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財務業績：

經營溢利 380,780 3,341 (3,421) 380,700 315,837

財務成本，淨額 (20,396) 215 — (20,181) (16,444)

除稅前溢利 361,738 3,556 (3,421) 361,873 300,086

年度溢利 250,266 3,556 (3,421) 250,401 221,386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所影響之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業績 

經營溢利（附註3）：

五金塑膠業務 217,689 3,341 (3,421) 217,609 17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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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d) 租賃投資物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租賃物業持作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值時，本集團須
將所有該等物業入賬列為投資物業（「租賃投資物業」）。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
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原因乃本集團過往選擇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將其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所有持作投資用途之租賃物業列賬。

因此，該等租賃投資物業繼續以公平值入賬。

(e) 出租人會計處理方法

本集團作為經營租賃之出租人出租多項物業、廠房及設備。適用於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會計
政策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項下之會計政策大致維持不變。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以該些報告
為基礎決定營運分部。

本集團遍及世界各地之業務分為三（二零一九年：三）大主要營運分部，分別是(i)五金塑膠業務；
(ii)電子專業代工業務；及(iii)房地產業務。

管理層從地區、產品及服務之角度考慮其業務。管理層從產品及服務之角度評估五金塑膠業務、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及房地產業務之表現。並會進一步以地區為基礎（日本、香港、中國大陸、亞
洲（不包括日本、香港及中國大陸）、北美洲及西歐）來評估。管理層根據經營溢利評估營運分部
之表現。提供予管理層決策用之分部資料之計量方式與財務報表一致。

分部資產及負債之計量並無定期提供予本集團之最高級執行管理層，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或
負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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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五金塑膠

業務

電子專業

代工業務

房地產

業務 合共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632,236 997,767 272,205 2,902,208
分部間收入 32,823 — — 32,823    

報告分部收入 1,665,059 997,767 272,205 2,935,031    

毛利 331,023 43,637 154,834 529,494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一般及行政費用 (115,992) (17,718) (17,087) (150,797)
其他收入╱收益淨額 2,658 102 1,684 4,444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 — — (2,361) (2,361)    

經營溢利 217,689 26,021 137,070 380,780    

經營溢利包括：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60,174 1,743 1,054 62,971
無形資產之攤銷 1,504 — — 1,504
陳舊及滯銷存貨（撇減之撥回）╱撇減 (2,145) 2,145 — —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虧損撥備之確認 92 —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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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業績如下：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五金塑膠
業務

電子專業
代工業務

房地產
業務 合共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348,230 1,077,231 225,708 2,651,169
分部間收入 42,402 — — 42,402    

報告分部收入 1,390,632 1,077,231 225,708 2,693,571    

毛利 260,343 57,719 122,135 440,197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一般及行政費用 (93,374) (22,356) (17,060) (132,790)
其他收入╱收益淨額 4,938 795 1,799 7,532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 — 898 898    

經營溢利 171,907 36,158 107,772 315,837    

經營溢利包括：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48,687 2,560 889 52,136
無形資產之攤銷 1,322 — — 1,322
陳舊及滯銷存貨撇減╱（撇減之撥回） 1,094 (1,094) — —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虧損撥備之 
（撥回）╱確認 (709) 17 — (692)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根
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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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經營溢利調節至除稅前溢利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溢利 380,780 315,837

財務收入 4,462 2,743
財務成本 (24,858) (19,18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54 693  

除稅前溢利 361,738 300,086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根
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下表列載(i)本集團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及於聯營公司之
投資（「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料。收入所在地區根據最終付運目的地或服務提供及物
業所在國家分配。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之區分，如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乃根據該
資產本身之存放地點，如為無形資產及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乃根據其所分配營運之所在地點。

本集團之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香港（所在地） 795,907 820,173 42,561 15,379    

日本 61,237 170,677 — —
中國大陸 1,047,503 874,191 787,494 795,926
亞洲（不包括日本、香港及中國大陸） 214,263 118,294 — —
北美洲 415,834 347,692 14 5
西歐 367,464 320,142 — —    

小計 2,106,301 1,830,996 787,508 795,931    

2,902,208 2,651,169 830,069 8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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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本集團有三名（二零一九年：三名）客戶之交易量超過本集團收入之10%。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銷售五金塑膠業務及電子專業代工業務之商品收入（包括向就本集團所知
受到該等客戶共同控制之實體之銷售額）約為2,234,127,000元（二零一九年：2,078,558,000元），並於
有關業務活躍之所有地理區域產生。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是由幾名關鍵客戶組成。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來自五大
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約83%（二零一九年：84%）。

4.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 301,670 282,614

其他應收賬款 30,244 37,663  

331,914 320,277

減：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319) (3,329)  

331,595 316,948

預付款 42,016 23,720

按金 29,768 16,521  

403,379 357,189

減：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 (38,300) (32,000)  

365,079 325,189  

代表：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301,351 279,28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3,728 45,904  

365,079 325,189  

附註： 其他非流動資產代表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金額約為19,160,000元（二零一九年：
11,468,000元）及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江蘇宜興收購土地之應收江蘇宜興經濟
開發區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之政府資助金額約為19,140,000元（二零一九年：20,53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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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除其中三位（二零一九年：三位）客戶之數期超過90日外，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之數期由30日至90

日。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0至90日 291,397 218,664

91至180日 8,972 58,773

181至360日 954 2,009

360日以上 347 3,168  

301,670 282,614  

5. 物業發展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待沽在建物業 668,407 436,269

待沽物業 150,474 253,168  

818,881 689,437  

6. 現金及銀行存款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銀行存款及現金 297,482 172,451

定期存款 — 51,579  

297,482 22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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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0至90日 220,453 154,666

91至180日 67,198 692

181至360日 695 90

360日以上 641 21  

288,987 155,469  

8. 收入及其他收入╱收益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與客戶之合約收入

商品銷售及提供服務
— 五金塑膠業務 1,632,236 1,348,230
—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 997,767 1,077,231  

2,630,003 2,425,461

物業銷售 272,205 225,708  

2,902,208 2,651,169  

其他收入╱收益淨額

固定租金收入 3,998 4,4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327) 293

其他 1,773 2,762  

4,444 7,532  

由於本集團已對其收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第121段之實際權宜方法，因此上述資料並
不包括有關倘本集團根據原預期年期為一年或以下達成剩餘履約責任而將有權收取之收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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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性質分類之費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 1,905,388 1,807,116

已售物業之賬面值 117,371 103,57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62,971 52,136

無形資產之攤銷 1,504 1,32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60,080 325,177

先前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之 

最低租賃租金總額 — 6,671

短期租賃租金 3,848 —

匯兌收益淨額 (6,814) (13,003)

核數師酬金 3,844 3,616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虧損撥備之確認╱（撥回） 92 (692)

其他支出 75,227 57,846  

2,523,511 2,343,762  

代表：

收入成本 2,372,714 2,210,972

分銷及銷售費用 30,668 24,918

一般及行政費用 120,129 107,872  

2,523,511 2,343,762  

附註： 本集團已首次採用經修訂之追溯法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日調整期初結餘以確認與租賃有關之使用權資產，該等資產先前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歸類為經營租賃。先前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金融租賃資產之折舊賬面值亦識別
為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初步確認後，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
認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而不是先前之政策以直線法確認租賃期內經營租賃產生之租金支出。
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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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務成本，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ii)）

千元 千元

財務成本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利息支出 49,493 37,094
— 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215 —
減：待沽在建物業利息支出資本化（附註(i)） (24,850) (17,907)  

24,858 19,187  

財務收入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4,037) (2,336)
—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轉回）之金融資產 

其他利息收入 (425) (407)  

(4,462) (2,743)  

財務成本，淨額 20,396 16,444  

附註：

(i) 一般借貸成本以年利率4.03%（二零一九年：3.35%）被資本化。

(ii)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根據
此方法，比較資料並無重列。見附註2。

11. 於綜合損益表中所得稅

於綜合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20,461 15,622
— 往年之不足╱（超額）準備 22 (5,200)

中國稅項
— 企業所得稅 14,381 12,431
— 土地增值稅 76,277 53,647

遞延稅項 331 2,200  

111,472 7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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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綜合損益表中所得稅（續）

所有於香港成立之集團公司乃根據本年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九年：16.5%）之稅率計
提香港利得稅準備。

本集團於中國之業務須遵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按標準稅率25%納稅。本集團於中國內地開發作銷
售用途之物業需按土地增值金額以累進稅率30%至60%基準繳交土地增值稅。按照適用法例，土
地增值金額乃根據物業銷售收入減可扣減項目（包括土地使用權租賃費用、借貸成本及所有物業
發展開支）而釐定。

12.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攤薄後每股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調整
潛在攤薄影響之尚未行使購股權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 250,266 221,386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計） 1,993,066 1,992,426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影響（千股計） 15,558 16,505  

已發行普通股（攤薄）之加權平均數（千股計） 2,008,624 2,008,931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12.6 11.1  

攤薄後每股溢利（港仙） 12.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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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息

(a) 屬於本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已宣佈及已派發中期股息每普通股4.0港仙 

（二零一九年：每普通股3.0港仙） 79,754 59,755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末期股息每普通股5.0港仙 

（二零一九年：每普通股5.0港仙） 99,692 99,592  

179,446 159,347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並未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及派發之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元 千元

就上一財政年度，已批准及已於年內派發之末期股息每
普通股5.00港仙（二零一九年：每普通股4.75港仙） 99,692 94,691

就上一財政年度，無已批准及已於年內派發之特別股息
（二零一九年：每普通股2.55港仙） — 50,861  

99,692 145,552  

14. 比較數字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根據此方法，
比較資料並無重列。會計政策之變動之進一步詳情載列於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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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主要從事：

— 五金塑膠業務（「五金塑膠」）：製造及銷售五金及塑膠產品，包括伺服器外殼、模
具、塑膠與金屬部件及家居產品等；

—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電子代工」）：製造及銷售磁帶機數據儲存器、收銀機系統及
其他電腦周邊產品；及

— 房地產業務：舊城改造、住宅房地產項目投資及發展。

（一） 業務回顧

I. 業績方面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入為2,902,208,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651,16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9%，
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250,26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221,3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約13%。溢利增加主要是收入
增加、自動化生產效益增加及策略性減少生產毛利較低的業務所致。

工業業務的收入均錄得上升。主要是其中一個知名客戶訂單增加，以及來自
新客戶的訂單及伺服器需求於二零一九年底有所增加。工業業務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較去年同期上升了約8%至2,630,003,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425,461,000港元）。而有關分
部之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7%至243,71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208,065,000港元）。

房地產業務方面，本年度錄得收入為272,20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225,708,000港元），收入上升主要是本年度陸續交付合作住
宅項目之嘉輝豪庭第三期項目單位所致，而房地產業務之經營溢利亦因此上
升27%至137,07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07,772,000港
元）。房地產業務日漸成熟，對盈利的貢獻將逐漸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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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工業業務方面

二零一九╱二零年度收入較去年上升約8%，主要是：

(a) 五金塑膠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較去年同期上
升了約21%至1,632,23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348,230,000港元）。收入上升主要鑑於中美貿易糾紛稍為緩和，且在家
工作的概念、大數據的使用及社交平台的增加，因而增加對伺服器的需
求，而導致新客戶訂單有所增加所致。

(b) 電子代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較去年同期下
跌了約 7%至 997,76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77,231,000港元）。主要由於集團策略性地減低生產邊際利潤較低之辦
公室文儀產品及儲存產品出貨量較少所致。

(c)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對全球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疫情
驟至之際，適逢農曆年假剛剛開始，許多企業皆被弄至措手不及，但憑
藉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處理SARS時累積的經驗，由董事會成員親自指揮
並即時放棄春節休假，迅速啟動疫情應急處理機制；集團利用全球付運
的資源優勢，充分調動全球防疫資源，與時間競賽分秒必爭撰寫疫情應
急工作方案，成立防疫工作小組，在正式復工前就發佈了《關於防疫紀律
的管理要求》等一系列管理辦法。集團將人員資訊收集、返崗審查、責任
分工、物資採購、內部管理等舉措充分落實到位。由於措施嚴密有序，
經過政府多個專家團隊到企業審查，並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日獲批提前
復工，集團成為鳳崗鎮最早通過提前復工審批的企業之一；作為全球領
先伺服器生產商，集團堅持做到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兩不失。

在員工健康管理方面，集團細微之處更現真情。除嚴格加強擬復工員工
的分類管控，更率先啟用了當地一所四星級酒店，作為集團外地返莞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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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新招聘員工上崗前的專屬隔離場所，大大加強員工返崗信心，為集
團能迅速恢復產能記下不可磨滅的一功。

在產能恢復方面，集團充分發揮團隊力量。在復工前期生產員工無法充
分返崗並缺少一線操作員工的情況下，集團主席號召所有下屬企業的管
理層、聘用停工中服務行業人員積極支援車間生產，包括集團董事在內
的高管，主動投入一線生產工作，保障企業的產能最大限度恢復，滿足
了客戶交期。

眾志成城同時，本集團供應鏈管理優良，透過跟供應商緊密溝通及靈活
調度，物料供應可以滿足生產需求，以致順利滿足客戶交期，按時付運。
故此，疫情對本集團準時付運沒有異常的影響。

疫情更驅使中港通關受到史無前例的打擊，往返中港各需14天合共28天
的隔離，嚴重擾亂集團香港高管返內地工作的模式，難免對公司管理及
營運產生不利影響，幸好我們能迅速跟員工取得良好溝通，並及時為內
地工作港員提供多方支援，這些高管為支援公司生產作業及無奈面對防
疫需要的隔離，他們跟家人數月未能見面，這方面是令人心痛的打擊。

但我們相信新冠病毒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及有疫苗，亦有可能反覆拖
行1–2年，我們必須要適應疫情下的新常態，逐步回復各方面活動及正常
生活，必須在防疫措施及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不可一蹴而成，應盡
快採納有效及簡化措施，讓中港澳三地企業盡快重拾正軌，做到防疫及
保就業兩不失，否則內地工作的港人優勢將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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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年度，整體銷售仍能保持上升勢頭，全賴各員工緊守崗位，與客戶維
持良好合作關係，溝通得宜，調整生產計劃，並把握機會，開拓國際知
名客戶，本年度成功取得全球最大伺服品牌相關訂單。同時，在應對中
美貿易戰及經濟不明朗因素，本集團亦積極向外發展，以擴闊市場的寬
度，開拓有潛質企業及其他行業的零部件產品，不斷增加不同領域合作
及分散風險，本集團已與泰國一間汽車零部件生產公司簽署相關合作協
議，另闢蹊徑，開拓機遇，且於台灣成立機械設計解決方案團隊，便能
更快處理及應對客戶需求。此外，本集團已落實縮減一些經年沒有業務
增長的產品，藉以集中資源於開發具潛質的新客戶及新產品項目上。

(e) 持續深化自動化能力，頂蓋鎖扣自動化鉚合線、磁碟架(HDD)自動化組裝、
貼標籤(labeling)自動化貼設備為重點自動化項目，已順利投入市場和量產；
新業務導軌全自動組裝線已投入使用；裝配線在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上，
均較以往有較大幅度提升。有效地提高生產效率，以減輕持續上漲的人
力成本壓力。

(f) 持續做好人力資源的團建工作，重點強化集團基層、中層技術人員的技
能提升；引入專業工程項目培訓，以提升現時中、高級工程人員之工程
項目管理及解難能力；為持續推廣自動化，加強這方面人才培訓，提高
員工技術水準，減少人力資源壓力；此外，持續堅持「走出去」政策，積
極組織員工外出參觀及學習，觀摩及標竿同行水平，向更專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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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房地產業務方面

(a) 房地產業務日漸成熟，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為
272,205,000港元，增長原因由於嘉輝豪庭第三期合作住宅項目（「三期項
目」），期內共有200多個單位交付（共計19,700多平方米，平均售價每平方
米約人民幣26,300元）並確認收入入賬。主要項目進展如下：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本項目已預售約190個單位，共計約20,000

多平方米，平均售價為每平方米約27,000元。待相關手續完成並交付，
有關收入將陸續入賬。

‧ 全資擁有開發的三舊改造之嘉輝豪庭第四、五期可售樓面面積約
120,000平方米之住宅項目已開始預售，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
本項目已預售約60多個單位，共計約6,000多平方米，平均售價為每
平方米約人民幣28,000元以上，預期於明年入賬。此外，集團陸續推
售其他樓層單位，並開始預售。

‧ 另一自主開發的惠州博羅縣嘉輝公館住宅項目工程如期進展良好，
樓面面積約30,000平方米，預期二零二零第三季開始預售。

(b) 面對中國經濟有下降的風險及新疫情的影響，本集團將採取靈活的銷售
方法，輔以周邊完善設施，以品牌、產品及服務開展地產業務新機遇，
為本集團帶來豐實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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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今年開局於經濟不明朗因素持續發酵中，隨著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美
貿易磨擦也似是略為緩和之際，又突然迎來疫情爆發，在疫情及中美關係的不確
定性的陰霾之下，市場的風險驟增，嘉利憑藉根基穩固的核心業務，深黯適時巧
造，靈活應變之重要；人員安全有序返回崗位，空缺填補也快速完成，產能漸次
恢復，訂單付運理想。在面對未來複雜多變的挑戰，本集團同時加強管理倉儲品、
處理呆料、按時檢視客戶及供應商的穩定性及疫情對其的影響衝擊，以收未雨綢
繆之效。加上，本集團也不斷完善業務生態，持盈保派，時刻整裝待發，攜手邁
進，繼往開來，駕馭困局，革新求變，謀求多元發展。

（二） 股息政策

董事會於二零零六╱零七年度第一季度業績公佈採納「新股息政策」。新股息政策
列出決定股息的派發金額時所須考慮的因素，如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現
金流量及投資預算。董事會經審慎考慮上述各項因素後，及維持上市以來連續每
年皆能派發股息的記錄，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予所有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四日當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

（三） 地域分佈

集團一向採取多元化模式付運產品，不會依賴單一市場。本集團地域分佈的詳情
列於本年度業績公佈附註3名為「分部報告」之段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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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望

(a) 在面對嚴峻營商環境的挑戰下，本集團仍會固守工業業務，一方面繼續不斷
提升本集團產品整合能力完善供應鏈管理，優化倉儲物流管理，為客戶提供
專業一站式採購服務；另一方面，積極加強人才培訓，引進事項工程項目管
理培訓，並與事業技能學校合作，冀能增強技術人才供應。此外，積極擴闊
業務領域，大力開拓具發展潛力的內地客戶，使本集團的市場更為寬廣。另
外，本集團繼續投資工業業務及增加生產力，因此，計劃於本年九月於玉泉
工業區，動工興建6號廠房，6號廠房將於二零二一年年中落成使用，以用作
零部件開發生產，並預留其他廠房空間，以應對未來生產新產品廠房所需，
始能減輕本集團租賃鄰近廠房及倉庫的支出。

(b) 此外，本集團持續推動生產自動化技術應用，加快優化生產工藝的投資，加
大對新型技術的研發，優化工序及包裝方法等，以改善生產效率，提高品質。
且不斷立項研發新專業技術，擴展領域，例如：現在已開展了「熱沖壓技術」
的研究及無痕模具的應用及改良等項目。

(c) 同時，本集團堅持落實環保工作，落實清潔生產使命，嚴格履行國際環境管
理體系ISO14001及RBA相關標準，並榮獲「香港環境卓越大獎2019」金獎及「粵
港清潔生產夥伴」標誌的殊榮，充份肯定了集團於減排節能方面的多項成績，
我們會繼續履行集團『環境及企業可持續發展』之使命。另外，本集團堅持把
工業安全置於首位，對工業意外零容忍，不斷加強員工的安全意識，以防範
工業意外所帶來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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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產項目方面，本集團近年建立具備豐富舊城改造經驗之專業團隊，致力參
與城市更新的住宅項目，本集團亦會繼續尋求合適的發展項目。同時，本集
團將專注大灣區的住宅項目，尤其是舊城改造項目為主。本集團憑藉大灣區
發展機遇，建設小區，活化當地經濟，致力發揮品牌效應。本集團對地產業
務為股東帶來豐碩成果，深感樂觀，冀望成為本集團工業業務外，另一增長
來源。

(e) 最後，本集團重視創新思維，深黯不進則退的道理，明白產品日新月異。故
此，本集團在面對無窮的客戶要求，各員工必須持有突破範疇的態度，不可
安逸於固有思維方式，踟躕不前，必須於產品優化、品質改良、環境保護及
技術開發等領域創新求變，以應對更高的要求。

匠心同行

集團創辦人何焯輝主席於80年代創立嘉利以來，一直堅持以工匠對工藝的一絲不苟，
專注細節，精益求精，力臻完美和極致的理念。於創立嘉利前，已設計了不少受歡迎
的創新產品，包括甲蟲收音機及積木製品等，也不斷為集團宏圖開疆拓土，渡過無
數挫折及危機，凝聚成一顆永不熄滅的熾熱匠心。亦承載著工匠對工藝之希冀，秉
持專業（卓越承擔）、敬業（盡職投入）、精益（追求極致）、專注（堅持執著）及創新（革
新突破）的本質，深嵌入企業精神中，不斷昇華、創新及磨鍊。

除嫻熟的手藝外，還要於不同領域中創新思考，突破範疇，不畏追逐時代改變的巨輪，
激發企業世代迴響。猶如，何主席四十九年前便研創積木製品，積木製品是無國界，
創意無限的製品，從簡單的積木，透過無限創意，幻化成千變萬化不同造型。希冀各
員工皆能在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下，創新思維，靈活應變，組合不同方案，增強本集
團競爭力，以迎接挑戰，砌出未來。「匠心同行四十年，同行百年不滅心」，彰顯創辦
人對世代匠心承傳永續之希冀，亦為成就百年企業之精神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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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承傳工匠精神於各個領域，宏揚自動化生產，本集團建設「人工智慧」教育的公益
基地，提倡科普教育，培訓新生代及年輕人對業界的認識，展現外商於大灣區（不只
東莞）的工業發展歷程及輝煌貢獻，薪火相傳。並為凝聚及獎勵人才，集團將主辦工
匠精神獎，以推動社會上具工匠精神的各領域人才，宏揚工匠不減精神。

要成就百年企業，過去四十年，本集團堅持履行社會企業責任，鼓勵環境保護，推動
可持續發展的嘉利企業核心價值。四十週年是紅寶石禧，紀念標誌乃配以紅寶石色，
象徵不滅的匠心，定能審慎應對各項挑戰，伴著企業同行，構建百年基業。於此，本
集團感銘殊深。

財務資源

借貸

隨著房地產業務發展，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淨計息借貸#約為658,820,000港元
及淨計息借貸比率（即淨計息借貸總額相對權益總額之比例）為56%（於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淨計息借貸約為396,312,000港元及淨計息借貸比率為34%），本集團財務
狀況仍然非常健康。

# 淨計息借貸代表銀行借貸及租賃負債減現金及銀行存款。

非流動資產與股東資金比率維持於1之水平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非流動資產與權益總額比率維持於76%之健康水平（於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74%），代表集團之非流動資產如廠房及機器皆以穩定之
權益總額所支持。

固定資產投資

初步估計二零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固定資產投資約為225,000,000港元。固定資產投
資主要是用作興建廠房、購買機械設備及電腦系統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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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動用資源

現時計息銀行借貸總額約為951,637,000港元，而手持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297,482,000

港元與及銀行未動用借貸額約581,763,000港元，集團有信心足夠應付現時營運與及資
本性開支及如機遇出現時的策略性投資的需要。

匯兌風險

本集團之大部分資產、負債及業務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自外國業務
之商業交易、經確認資產及負債以及淨投資產生之外匯風險均以本集團功能貨幣以
外之貨幣計值，繼而對本集團之生產成本造成壓力。為了降低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其
業務之影響，本集團將積極與其客戶溝通，從而調整其產品之售價及可能使用外匯
遠期合約以對沖外匯風險（如需要）。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平均聘有僱員約3,500人（去年同期平均3,360人）。由於本集團在當
地建立了良好的信譽，故此於招聘人員上並未遇到重大困難。

僱員薪酬乃根據一般市場標準及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本集團並會根據公司已審
核的業績透過獎賞評核政策，對有良好表現的員工發放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
療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

此外，為配合中國內地發展及實際挽留人才需要，集團設有「合作置業計劃」，透過
是項計劃，鼓勵及資助公司重點栽培人才於當地安居樂業，於競爭激烈的人才市場
有效挽留人才。

表現為先

本集團採納表現掛勾的獎金制及較客觀的表現評估，有超卓表現的員工則會獲發比
以往更為可觀的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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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二零一八╱一九年度末期股息：每股5.0港仙）
予所有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當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連同中期股息
每股4.0港仙（二零一八╱一九年度中期股息：每股3.0港仙），全年股息派發╱應付共
達每股9.0港仙（二零一八╱一九年度：每股8.0港仙）。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二
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應屆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享有出席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
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轉讓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
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假設末期股息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為確定享有末期股息之權利，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星期四）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星期五）（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獲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
轉讓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末期股息預計將於或約於二零二零
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派發及發行予本公司合資格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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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基於本公司股份價格未能全面反映內含價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在聯交所購回714,000股股份，總支付作價為795,600港元，而該等股份其
後由本公司註銷。詳細資料如下述：

年╱月

購回股份

數目

每股已付

最高價格

每股已付

最低價格 付出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九年六月 622,000 1.14 1.11 697,780

二零一九年八月 92,000 1.07 1.06 97,820  

714,000 795,600
  

除上述所披露外，本公司於本年度並沒有贖回其股份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本年
度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向承諾恪守最嚴謹的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一直依循及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原則及規定。除下述者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何焯輝先生（「何先生」）目前兼任
該兩個職位。

何先生為本集團的創辦人，於製造業及房地產與文化相關產業具備豐富經驗。同時，
何先生具備擔當行政總裁所需之合適管理技巧及商業觸覺之先決條件。董事會相信，
由一人同時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兼一致的領導，並可讓本
集團更有效及有效率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因此董事會認為無須區
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由何先生繼續擔任這兩個角色。鑒於董事會乃由經驗
豐富及具有卓越的人才組成，且董事會有足夠人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故董事會相信，
透過董事會之運作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均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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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亦須接受重
新選舉。何卓明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獲再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彼於二零一一
年五月一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兼副主席，沒有指定任期。何啟文先生於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一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沒有指定任期。雖然何卓明先生及何啟文先生的
委任沒有指定日期，但仍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輪值告退。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2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
輪值退任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細則，在本公司每一屆股東周年大會上，三分之一之當時在任之董事（或
倘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多於三分之一之數目）須輪值退任，惟本
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不須按此規定輪值退任或在釐定每年退任董事人
數時被計算在內。此外，任何填補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或為董事會新增之成員僅可
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屆時彼可膺選連任。然而，本集團主席及╱或董事
總經理將至少每三年考慮自願退任，從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2。因此，
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良好企業管治。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5，本公司應成立由本公司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主席之提名委員會，其大部份成員，皆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並未有成立
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所執行提名委員會的職能，其整體按本公司採納的董事會成
員多元化政策（「政策」）負責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並審議董事委任
或重新委任事宜，且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董事會已採取足夠措施在履行
該功能時，避免利益衝突。例如：相關董事就有關委任他╱她為董事之決議，將會
棄權投票。故此，董事會認為董事會成員有足夠經驗及知識來履行提名委員會的職能。
董事會不時審閱董事會的組成及運作，並會考慮於須要時，成立提名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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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現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負責處理審核範圍內的事宜，包括審視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及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已採納之會計準則及主要政策，並與
外部核數師就本年度之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進行商討。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綜合年度業績。

審閱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初
稿之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認可，與本集團於該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草擬本之數字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業績公佈初稿進行的工作並非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進行
的核證工作，因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公佈初稿作出任何保證。

感謝

本人謹向一直鼎力支持集團的所有客戶、供應商、銀行家、股東、以及所有給予本公
司支持者致以衷心致謝。此外更感謝一直為集團作出寶貴貢獻之董事、經理及員工們。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焯輝先生、陳名妹小姐、趙凱先生及陳毅文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何卓明先生及何啟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偉俊先生、方海城先
生及任重誠先生。

承董事會命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何焯輝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